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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竟的
杰作：文学史
上的 60 个遗
憾》，【英】伯纳
德·理查兹主
编，中国画报
出版社 2021
年5月出版。

外国人视角中的中国风雅
令狐元元

《蟋 蟀 葫 芦
和夜明珠：中国
人的风雅之心》，
【日】后藤朝太郎
著，清华大学出
版 社 2020 年 1
月出版。

分享 读悦

大家 书读 遗憾书写的另类文学史
夜凉

近日中国画报出版社推出由牛津大
学文学教授伯纳德·理查兹主编的精装
图文书《未竟的杰作：文学史上的60个
遗憾》，讲述了一部用遗憾书写的另类文
学史，揭开文学史上鲜为人知的秘密。

文学史上有许多作品或夭折，或
未被记录。有的已经遗失，有的则只
剩残余的片段，甚至彻底失去踪迹。
这些天才之作让人魂牵梦绕，再也无
法读到它们的巨大遗憾反而进一步加
深了大众的阅读渴求。“不存在”和“不
完整”的特质使它们独树一帜，时刻散
发出诱人的气息，这是那些已经完结
的、保存完整的作品所不具备的魅力。
本书作者伯纳德·理查兹在世界范

围内选取了一系列已经离世或仍在世
的伟大作家的未竟之作，勾勒出一部精
妙绝伦又令人心碎的“另类文学史”。
伯纳德·理查兹是英国牛津大学布

拉斯诺学院荣誉教授，他于1972年至
1996年在该学院担任英语文学专业的
研究员。他不仅是“朗文英语文学系列
丛书”中《维多利亚时期英文诗歌》的作
者，也编辑了亨利·詹姆斯的《被凌辱的
伯顿》和《卡萨玛西玛公主》。他发表过
350多篇学术论文和评论文章，研究范
围从16世纪诗人到20世纪作家。他为
《罗斯金导读》（剑桥大学出版社）一书
撰写的章节展现了罗斯金鲜为人知的
一面。此外，他正在为罗斯金未完成的
自传《往事》撰写续篇。

在书中，从创作瓶颈到挑剔的编
辑，从坎坷的命运到英年早逝，每部未

出版的作品背后都有着独特、迷人的故
事。譬如被誉为现代文学巨匠的欧内斯
特·海明威，曾因妻子的手提箱被盗而亲
身体会过数年心血人间蒸发的痛苦。这
个消失在里昂火车站的行李箱里，装着他
的一部小说、几则短篇小说的手稿。再比
如伊夫林·沃，他曾因朋友对自己的处女
作给出的负面评价而绝望，不仅焚毁了手
稿，甚至还试图溺水自尽。

从维吉尔的史诗作品《埃涅阿斯纪》，
到卡尔·马克思未完成的喜剧小说《斯科皮
恩和菲力克斯》，再到马尔克斯离世前仍未
放弃的《我们八月见》，每部命运不济的作
品都将在书中被深入探讨。托马斯·哈代
的首部小说为何从未出版？杜鲁门·卡波
特承诺多年却未能如约交付的“杰作”究竟
遭遇了什么？海因里希·伯尔为何放弃了
他的《失乐园》？这些令人费解的往事，以
及其他许多颇为有趣的谜团，都被收录进
这部旨在记录和阐述未完成的（或遗失的）
文学佳作，并且融合了绘画、摄影和真实历
史的综合性指南中。
此外本书还特别邀请到备受推崇的高

人气艺术家们，为这些失落的“文学奇迹”设
计了风格鲜明且多元的封面图片，他们的创
作为这些作品注入了“另一份生命”。为了
帮助者能更准确地把握作品原貌，书中也摘
录了部分原稿段落以供赏读。
本书一经出版便受到众多业内媒体的

一致赞赏：“纽约图书杂志”网站称：“这是
一部深入研究文学中那些隐秘历史时刻的
专著，图文丰富，引人入胜。书中所谈及的
作家几乎都称得上是‘文学巨匠’。他们创
作的这些鲜为人知的作品虽然可能最终没
有出现在书店的书架上，但它们都有着独
特与迷人之处，应该被更多人读到。”《参考
文献评论》称：“我们总是对作家的个人生
活充满兴趣，却对文学作品那神秘的生成
过程知之甚少。本书向读者揭示了写作过
程中可能会遭遇的阻碍与意外，并鼓励人
们去发掘与思索这些‘杰作’为何最终没能
完成的原因。对于任何热心的读者来说，
这都是一次极有价值的求知之旅。”

这本书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观察
100年前民国时期中国的文化与民众，并
加以解读。今天再看这本书，除了可以看
到当时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让我们从细节
去理解那个时代外，更重要的是让我们重
新认识中国的文化。
全书由六个章节组成：艺术之韵、收

藏之癖、象形之意、景致之盛、生活之趣、
国民之志，涉及书法、绘画、诗歌、文字、
建筑、雕刻、戏曲、园林、工艺美术等各个
艺术门类，也有名胜、古迹和各地百姓的
生活。后藤先生用浅显易懂的文字，把
他在中国游历的所见所思娓娓道来，像
一部古老的纪录片或是风俗画卷。读他
的文章眼前会浮现出汹涌壮阔的长江、
大气磅礴的故宫、苍茫寂寥的朔北、充满
野趣的江南，陶渊明、谢灵运的田园山水
在他的笔下呈现。行进中的驼队，赶着
羊群回家的孩子，长江的秋月，原野上水
牛嬉戏……在后藤眼中都是一幅中国独
有的风景画。在他的笔下，有历史背景
作支撑的中国各地的自然景观已经不再
是单纯的山水或沃野，也不再是单纯的
都市或乡村，而是能够引起读者无限遐
想的地方，也是让中国人陷入沉思的地
方。这本书会让你以一种全新的眼光回

头审视中国的文化和艺术，并生出由衷
的热爱。

书的主题“风雅之心”，指的是超凡脱
俗的风雅意趣，是中国人“悠然面对人生
的生活态度”，关注的是其“无尽的意
蕴”。无论是上流社会的嗜好还是普通百
姓的生活，后藤看来都充满了艺术之美。

书中对中国的生活方面不仅是百科
全书式的描写，还有故事性与趣味性，也
记录了他与一些人物交往的过程，既有像
萨镇冰、阎锡山、孙传芳这类军政官员，又
有吴昌硕、金绍成、吴熙会等这样的文人
画家，还有他在中国各地见到的普通百
姓，让人瞥见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状况。

书中的很多生活意趣在今天的中国
人看来既熟悉又陌生。他认为“中国文
人写书法并不是为了去谋得什么好处，
纯粹是自娱自乐，为了自己高兴”。中国
人对于艺术的态度“不太在乎工作的功
绩，尤其是一些艺术家，他们根本不在乎
自己最终做出来的作品会怎么样，只要
自己享受做的过程就可以了。中国艺术
家在内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一方快乐天
地，在这方天地内，自己是主宰……这样
一来，中国的艺术品所呈现出的自然是
艺术家的最高水准”。虽然并不是所有
的中国古人都是这样，但古人不计功利，
悠然自得，从容不迫的生活态度，不禁让
忙碌的现代人反思。

100年前，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看待当
时中国的文化艺术本就是一件有趣的事，
100年以后中国人再以现在的眼光看待外
国人笔下当时的我们，就更有意思。100年
前，我们贫穷、落后，被人憧憬也被人鄙夷；
100年后，我们正走在复兴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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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津报 荐
推荐理由：本书是一部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创作，以红色文物

呈现中国共产党百年成长史的通俗党史读物。全书精选党百年来
不同重要历史时期的数十件有代表性的红色文物，以时间为线
索，以文物为载体，一一讲述文物背后的动人故事，还原文物的历
史环境和背景，通过一件件“活起来”的红色文物，以点带面，串联
起党百年来筚路蓝缕而恢宏阔大的历史，立体展现党由小到大、
从苦难到辉煌的成长历程。党史与文物相互激发，见物、见人、见
事、见史，内容真实饱满，是一部有温度、可触摸、可收藏的党史读
物，也是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庄严献礼。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把工作重
心放在组织工人阶级、发动工人运
动上，从1922年1月开始的短短一
年多时间里，先后组织大小罢工斗
争100余次，参加人数30万人以
上，逐渐掀起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
高潮。在这些早期工人运动中，京
汉铁路工人是首先崛起的一支产
业工人队伍。由于京汉铁路工人
运动的蓬勃发展，给帝国主义和反动
军阀政府以政治和经济上的沉重打
击。1923年2月7日，在帝国主义支持
下，直系军阀吴佩孚调集军队，对京汉铁
路全路各站的罢工工人进行血腥镇压，
制造了“二七”惨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
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显示了中国工人
阶级的力量，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阶
级和人民群众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提供
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在中国工人运动史
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作为京汉铁路
工会组织不断壮大的重要见证，这枚工
会会员证章向我们“讲述”了早期工人
运动发展的历程……

中国国家博物馆珍
藏着一批反映中国共产
党成立以后组织和发动
工人运动的实物见证，京
汉铁路江岸工会会员证
章就是其中非常珍贵的
一件。它是江岸工会成
立后，颁发给会员的身份
证明。当时，江岸工会有
两三千名会员，凡加入工
会的工人均会发此证
章。证章为银质，圆形，直
径3.5厘米，正面边缘刻有“江岸京
汉铁路工会会员证”字样，内圆有
“劳工神圣”四字。这枚京汉铁路江
岸工会会员证章的中央“双翼车轮
形”图案十分醒目，据1923年出版
的《中国铁路史》记载：1919年5月
10日，民国政府交通部总长以“各国
铁路均有一定旗式，而我独阙殊，不
足以示标志而壮观瞻”为由，要求路
政司制作一面“轮轨双翼式”图案的
旗帜，于当月21日公布使用。之后，
原有的钢轨部分逐渐被省去，简化为
“双翼车轮形”。江岸工会成立时，
“双翼车轮形”被镌入证章之中，以示
行业特征。京汉铁路总工会、长辛店
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以及石家庄正
太铁路工会等会员证章上，都使用了
这种徽志。1954年1月，这枚证章由
中国工人画刊社拨交中国革命博物
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历经
百年沧桑，它的表面已氧化变黑，只
有突出的文字和图案还能显现出它
原有的本色。证章虽小，但它却见证
着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推动工人运
动迅猛发展的情况。

1921年 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
后，把工作重心放在组织工人阶级、
发动工人运动上。共产党组织在工
人中传播新思想、宣传自己的政治
主张，教育和团结工人进行革命斗
争。从1922年1月开始至1923年
2月的13个月中，中国工人阶级掀
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其间发
生的大小罢工斗争达100次以上，
参加人数达30万人以上，包括香港
海员大罢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

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
大罢工等多个具有影响力的工人运
动，特别是1923年2月发生的京汉铁
路工人大罢工，使第一次工人运动的
高潮达到顶峰。

1921年5月，长辛店铁路工人会
正式成立，这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
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第一个工人阶
级的产业工会。7月，中共一大在上
海召开，大会汇报了长辛店铁路工人
会的情况，并明确提出“本党的基本任
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工人学校应
逐渐变成工人政党的中心机构”。在
中共一大制定的工人运动方针指导
下，各地党组织全力组织、开展工人运
动，一批产业工会和地区工会如雨后
春笋般破土而出。

1921年8月中旬，在上海成立了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要任务是进
行宣传教育，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深
入发动工人群众，组织工会，开展罢工
斗争。在其领导下，京汉铁路全路各
站工人陆续成立自己的工会组织。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
汉分部成立后，将工作重点
放在京汉铁路的江岸车站。
江岸站是京汉铁路南段总站
所在地，这里工人多，受北方
工人运动的影响最早。党组
织先后派项德隆（项英）、陈
潭秋、林育南、施洋等人到江
岸站宣传革命思想，培养了
林祥谦、曾玉良等一批工人
积极分子。1922年1月，江
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在汉

口成立，选举杨德甫、黄桂荣、项德隆
（项英）、林祥谦等人为负责人，施洋为
法律顾问。
7月，武汉各工人团体最先组成全国

第一个地方工会组织——武汉工团联合
会，包括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在内共
20个工会组织，会员3万余人。不久，改
名为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

1922年4月，京汉铁路全路第一
次代表会议在长辛店召开，筹备成立
京汉铁路总工会。8月在郑州召开第
二次代表会议，成立总工会筹备委员
会。1923年1月，筹备委员会召开第
三次代表会议，决定于2月1日在郑州
正式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京汉铁路是重要的交通命脉，京汉

铁路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从政治和经
济上都给反动军阀政府沉重打击，同时
也威胁到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利益。

1月28日，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
到总工会筹备会宣布吴佩孚电令，禁
止铁路工人在郑州召开总工会成立大
会，并于2月1日清晨对郑州全城内外
紧急戒严。京汉铁路全路各站和兄弟
铁路工团的代表们毫不畏惧，他们同
郑州铁路工人一道，冲破军警阻拦，进
入大会会场。大会秘书李震高声宣
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了。”工人代
表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万
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等口号。
反动军警出动，不仅扰乱、捣毁会场，
还对参会代表进行种种限制。在这样
极端压迫下，当晚，新成立的总工会秘
密召集各分会代表，决定从2月4日
起，进行全路总同盟罢工，同时总工会
迁至汉口江岸，成立总罢工委员会，统

一指挥罢工运动。总工会还发表了《紧
急启事》和《京汉铁路总工会全体工人罢
工宣言》，号召全路工人团结一致，以罢
工来支持工人们的正义要求。各分会代
表返回驻地后，向工人们报告了吴佩孚武
力干涉总工会成立的暴行，并传达了总工
会关于举行罢工的决议，全路工人一致响
应号召。在总工会领导下，各站分会成立
了罢工委员会、纠察团、调查团和演讲团
等组织。2月4日上午，全路遵照总工会
规定的时间，中段从9时起、南段从10时
起、北段从11时起，先后宣布罢工，京汉
铁路工人总同盟大罢工爆发，3万余名工
人全体罢工，1200多公里的京汉铁路顿
时陷入瘫痪。当天，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通电全国，热情赞扬京汉铁路工人的政治
觉悟与斗争精神。
5日至6日，全路各站的工人罢工斗

争遭到反动军阀的干涉。工人们英勇不
屈，毫不动摇，继续坚持斗争。在电讯被
切断的不利情况下，各站分会虽然与江岸
的总工会失去了联系，但仍然秩序井然，
坚决服从和维护总工会的领导。与此同
时，为全力支持京汉铁路工人的罢工，湖
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和各界群众代表云集
江岸，举行慰问大会，会后又组织万人游
行活动声援罢工斗争。道清路、正太路、
粤汉路等地区的铁路工人也纷纷宣布罢
工，以示支援；北京市民组织京汉罢工后
援会，举行示威游行援助罢工斗争。
京汉铁路工人总同盟罢工引起帝国

主义和反动军阀的恐慌，在帝国主义支
持下，吴佩孚调集2万多军队，对京汉铁
路沿线各主要站点的罢工工人进行血腥
屠杀，其中最为严重的是江岸和长辛店。
2月7日下午，湖北督军肖耀南派出

军队分三路包围江岸工会，并开枪射击
在场工人，当场打死赤手空拳的工人30
余人、打伤200余人，逮捕60余人。工人
纠察团副团长曾玉良在搏斗中英勇牺
牲。此后，军队包围工人宿舍，逮捕了江
岸工会委员长林祥谦。林祥谦宁死不
屈、慷慨就义。当晚，律师施洋以“煽动
工潮”的罪名在家中被捕，之后被押送至
湖北陆军审判处开庭审理。在法庭上，
他痛斥北洋军阀的反动本质，未等法庭
审理结束，便于2月15日被杀害。

在长辛店，工人的罢工斗争也遭到
疯狂镇压。6日晚，军队搜查工人宿舍，
逮捕11人，准备天亮押往保定。7日，
3000余名工人群众齐集军营门口，要求
释放被捕工人。军队向手无寸铁的群
众开枪射击，又以马队践踏，当场牺牲5
人，重伤30余人，被捕30余人。在反动
军阀的血腥镇压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
部被破坏，各地工会大部分被封闭，京
汉铁路各站工人被迫陆续复工。据统
计，在这次罢工中，全国各地共有50余
名工人牺牲，被打伤的有数百人，被捕
入狱的有1000余人。

京汉铁路工人罢工虽然失败了，但
工人的生命和鲜血进一步唤醒了劳苦
大众，使他们看清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
阀的丑恶嘴脸，提高了与反动派斗争到
底的决心。这次罢工显示出中国工人
阶级的强大力量，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
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扩大了中国共产
党的政治影响力。同时，为党领导工人
阶级和人民群众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提
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有着极其重大而
深远的历史意义。

这是一本全球化时代指导学生如
何选择专业，以及在全球范围内如何更
好地就业的专业书籍。全书按照文科、
理科、社科、商科、工科、法学、艺术、医
科8大门类，对北美高校本科阶段的50
个专业的学习内容、专业设置、课程设
计、就业前景、薪酬状态等做了详尽细
致的解析。在解析的同时，每个专业都
邀请了一位刚完成该专业学习的嘉宾
进行专业选择、学习生活、就业打算等
内容的分享，这些真实、多维度的分享
让读者窥见支撑他们专业及职业选择
背后的价值取舍、人生观和行业前沿、
个人发展的思考。全书内容扎实，表述
专业，语言通俗易懂，故事生动具有非
常强的可读性与借鉴性。

《全球视野选专业》

詹建国、严红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5月

本书是桑格格的半自传体长篇小
说。全书用混合着四川方言的口语写成，
以2258个词条讲述了一个女娃子从蹒跚
学步到二十多岁闯荡大城市的成长经历。
本书以时间为轴，一个成都女童的主

观世界跳跃着展开：从乡下寄养到厂区
子弟，从牙牙学语到呼朋引伴，从幼儿园
到恋爱，从被大人守护到守护大人……
小时候的人和事，被桑格格以散点叙事
的方式娓娓道来，如同儿童记忆特有的
前后颠倒和琐碎，妙趣盎然，还有几分淡
淡的梦幻色彩。

说起东南亚，你会想到什么？海
岛、沙滩、购物中心、度假酒店，还是暴
力、腐败、军事政变、宗教冲突？
一面是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物

质富足，一面是民主状态的反复和集权
政府的冷酷。暴力与奢华并存，闲适与
压抑同在。作者迈克尔·瓦提裘提斯曾
任BBC记者、《远东经济评论》编辑，在东
南亚工作、生活近四十年，经历丰富。基
于其亲身经历和专业背景，作者从东南
亚当下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出发，追溯经
济与文化、殖民背景与历史遗产，内部分
歧与外部渗透，解析地区性冲突的背后
原因，及其对于国际局势的影响。

本书垂直于线上沟通交流领域，面
向当今人们的线上社交的刚需，由畅销
书作者林特特亲力打造，结合人们日常
生活、工作学习的实际需求，将线上沟通
交流的技能技巧分为六个方面，分场景、
分重点地讲述如何有效地进行线上沟
通。这是一本极具实用性的线上沟通技
巧书籍，作者用实用、有效的线上沟通技
巧及交流策略，精练的语言、睿智的话
语、全新的理念，带领我们学习正确的说
话之道，探究中国语言艺术的博大精深，
领悟其中的为人之道。

《小时候》

桑格格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1年6月

《季风吹拂的土地：
现代东南亚的碎裂与重生》

【英】迈克尔·瓦提裘提斯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年5月

《线上社交超级沟通术》

林特特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21年4月

书津报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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